
愛琴海岸第五屆業主委員會

第六次會議記錄
日期 : 二零一二年八月十日 (星期五)
時間 : 晚上八時三十分
地點 : 愛琴會多用途 / 宴會室
主席 : 陳錦文先生

出席 : 陳錦文先生 (住宅代表) 吳貴芳小姐 (愛琴海岸服務處)
劉福輝先生 (住宅代表) 朱振強先生 (愛琴海岸服務處)
禤樂琳小姐 (住宅代表) 楊阿平先生 (愛琴海岸服務處)
黃禮明先生 (車場代表) 劉建東先生 (愛琴海岸服務處)
敖卓緻先生 (住宅代表) 楊智斌先生 (愛琴海岸服務處)
胡美芳小姐 (住宅代表)

未能出席 : 蔡文鳳小姐 (住宅代表)
馮就成先生 (住宅代表)

列席 : 湯先生
江女士

(第 2 座業戶)
(第 3 座業戶)

張先生
羅女士

(第 2 座業戶)
(第 8 座業戶)

記錄 : 楊智斌先生

會議內容 :
(一) 通過是次會議議程

經各委員討論後，由委員胡小姐動議，委員劉先生和議，由各委員投票一致通過是次會議議程。

(二) 列席業主發言時段(20 分鐘)
2.1 一列席業戶稱，其單位客廳外牆早於多年前出現滲水情況。列席業戶續稱其在 2005 年購買單位及入住

後，發展商已在其單位內進行防水工程，惟有關滲水情況仍在下大雨後出現。最近颶風韋森特襲港時，
牆身的水漬亦再次出現，期間服務處職員已到其單位檢查，故希望日後維修工程可根治該滲水問題。
服務處劉先生表示，服務處在接獲該業戶通知後，已即時到該單位檢查。由於有關情況為外牆滲水所
致，故服務處已進行報價工作；另因該工程屬於小型工程，故服務處稍後需將報價結果及有關文件一併
交予屋宇署作審核。此後，服務處將再聯絡該列席業戶，商討工程承辦商在單位外搭棚維修的安排。主
席陳先生表示，由於該列席業戶稱其單位滲水問題始於 2005 年發生，故建議服務處向發展商反映事
件，並嘗試要求發展商承擔維修費用。

2.2 另一列席業戶稱，曾有飼主接獲服務處透過律師行發出的函件，要求該飼主在平台溜狗時，須為其大型
狗隻繫上狗繩。該列席業主表示明白寵物守則上的規定。在本苑入伙時，公眾地方例如羅馬廣場等，均
容許飼主帶同寵物進入，亦未有類似寵物守則的規定；而在早年前訂立寵物守則的內容時，飼主們未必
能充分表達對守則條文的意見。故此，服務處在執行守則的部份條文時，應可酌情處理，例如小型狗隻
或考獲豁免証書的大型狗隻在平台行走時，應獲豁免繫上狗繩的規定。
主席陳先生表示，為應對飼養寵物方面的環境轉變，業委會在設計飼養寵物守則內容時，曾發出通告諮
詢住戶對條文內容的意見，亦曾邀請飼主與非飼主在會議上給予提議，目的是為訂立較中庸、飼主較容
易遵守的條文。而本苑在 2009 年的業主大會上，獲多數列席業主通過的「飼養寵物守則」，具一定法
定效力，作為愛琴海岸之所有居民亦必須遵守有關條文。若不依從有關條文，屬違反屋苑守則論。另業
委會過往亦接獲住戶的訴求，要求收緊寵物守則，但為了平衡各方利益及在合理情況下，業委會亦顧及
飼主的需要，採取中庸的方案。然而，根據愛琴海岸寵物守則第六條「飼主有責任照顧狗隻，當與狗隻
外出時，須控制狗隻之行為，狗隻並須有飼主攜同(手抱著)，或已繫上狗帶，並建議戴上口罩」；即不
論狗隻大小，飼主在公眾地方溜狗時，必須手抱著狗隻，或必須以狗繩牽引。
委員胡小姐表示，住在同一屋苑下，各住戶需要互相包容，同時亦需顧已及人，遵守大廈公契及屋苑守
則。「飼養寵物守則」的訂立，目的是為提供清晰指引及規限，給予飼主及非飼主了解及遵從，從而使
各住戶和諧共處。屋苑守則亦能給予服務處清晰指引，向違反守則的住戶，按照大廈公契的條文賦予權
力，予以跟進及杜絕違反有關守則之個案發生。而屋苑在早年前設立寵物公園，鼓勵飼主選擇到該公園
溜狗，在沒影響其他飼主及狗隻的情況下，服務處則應酌情容許飼主在寵物公園放繩溜狗。

該列席業戶續稱，寵物公園的衛生情況雖有所改善，但仍存在不少缺點，狗隻在公園內走動，較容易受
到感染。主席陳先生表示，本苑設有寵物公園，已較其他屋苑多走一步，而有關寵物公園的清潔情況，
業委會將與服務處再行研究改善方案。

另該列席業戶反映，會所淋浴間經常被傭工濫用，建議會所在更衣室及淋浴格之間位置，加設間牆及安
裝智能卡門，以杜絕濫用情況。主席陳先生表示，過往業委會亦多次關注有關情況及研究可行方案，會
所職員亦不斷作出勸喻。而在較早前討論的方案，包括桑拿室及淋浴間收費，加設智能卡門或門鎖，安



加設間牆及智能門鎖所需工程複雜，亦涉及消防條例及需向屋宇署申請入則，估計工程費用高昂，故業
委會暫未考慮此方案。而業委會及服務處將繼續留意新技術發展，及不時參考其他屋苑的做法，以研究
最有效之方案。

(三) 通過第五次會議記錄
經各委員討論後，由委員胡小姐動議，委員劉先生和議，由各委員投票一致通過第五次會議記錄。

(四) 跟進第五次會議記錄
4.1 停車場閉路電視擺動速度

服務處吳小姐表示，就跟進上次會議中有車輛疑遭人惡意刮花一事，保安系統承辦商曾嘗試調較有關閉
路電視鏡頭，惟因受系統限制，未能提高其擺動速度。另服務處已新增一個定位閉路電視鏡頭，覆蓋肇
事地點附近一帶車位及車道。

4.2 停車場逆線行車情況
服務處吳小姐表示，曾致函香港警務處新界北總區交通部，了解「道路交通條例」之詳情。警務處覆函
表示，該條例適用於私家路上，如駕駛者逆線行車對其他道路使用者構成危險，均可能觸犯不小心駕駛
的罪行。服務處亦可將日後的違規個案詳情轉告警務處，如證據充分，警方調查組會考慮作出檢控或警
告。服務處將會發出通告，表達上述內容，提醒駕駛者切勿逆線行車。

4.3 跟進飼主牽繩溜狗事宜
服務處吳小姐表示，服務處已透過信函及面談方式，要求飼主在平台溜狗時，不論狗隻大小，均必須為
其繫上狗繩。其中部份飼主已作改善，而服務處將會根據大廈公契所賦予之權力，向個別違規飼主發出
書面勸喻 / 警告；如仍未改善者，會採取作進一步法律行動。

4.4 中原地產招牌燈光問題
服務處吳小姐表示，經跟進後，位於車路總出入口對出(掃管笏路)的中原地產招牌射燈，已再提早於凌
晨 12 時 45 分關閉。

4.5 五年檢固定電力檢查之商場維修工程項目分拆
服務處吳小姐表示，在上次會議議決項目中，「美捷工程」就整項固定電力維修費用為港幣$180,500；
其中商場的維修項目費用為港幣$9,030，將由商場大業主承擔。故餘下費用即港幣$171,470 將由大廈住
宅賬戶支付。有關維修項目預計於秋季進行。

4.6       暑假期間平台巡邏安排
服務處吳小姐表示，由於暑假期間較多小童在平台耍樂，故已安排職員於下午四時至六時許，加密巡邏
會所前門噴水池附近位置，以協助維持秩序。

4.7       3 寬頻展覽車宣傳活動
服務處吳小姐表示，3 寬頻展覽車已於 2012 年 6 月 29 日至 7 月 1 日，在會所後門停泊處擺放宣傳攤
位。

4.8       致函政府部門維修路面
服務處吳小姐表示，服務處已致函路政署及地政總署，要求儘快維修本苑近掃管笏路行人路的路面，並
建議日後將路面致以百歲磚舖砌。

(五)     議決事項
5.1 通過聘用 2012 年度帳目審核核數師

服務處朱先生匯報，有關項目共向五間公司報價，其中吳錦超會計師事務所並沒有回價，其餘 4間分別
為黃林梁會計師事務所(收費：港幣 9,400 元)、鄒景福會計師事務所(收費：港幣 11,250 元)、力恆會計師
事務所有限公司(收費：港幣 15,500 元)及岑偉文會計師事務所 (收費：港幣 26,000 元)。經各委員商討
後，由委員黃先生動議，委員劉先生和議，一致通過 2012 年賬目審核核數工作交由提供最低價者之黃
林梁會計師事務所負責。而該事務所須在 2013 年 4 月或之前，向本苑提交審核核數師報告。主席陳先
生建議，新報告的格式及項目應與去年報告一樣，以便比較，服務處表示會向黃林梁會計師事務所提出
要求。

5.2 商討及通過更換平台燈柱柱燈為節能慳電膽及運用屋苑設備基金支付有關費用
服務處楊先生表示，屋苑大廈前方的車路路旁及羅馬廣場共有 90 套 70W 燈膽，如將其更換為 40W 黃
白光的無極膽，總工程費用最低報價為港幣$32,238，倘以每天開燈時間 12 小時計算，回本期約為 2.73
年。另服務處亦曾在第八座前方位置的燈柱，試用 7W LED 取代原有燈膽，惟 LED 燈的光度略為不
足，現正與承辦商磋商，計劃製造一盞 13W LED 以作測試其光度，預計需時約一個月。經各委員商議
後，由於 LED 更能節省電力，且價錢較無極膽便宜，故建議留待有關測試完成後，在下一次會議中再
決定是否進行有關更換工程。

(六) 商討事項
6.1 商討下年度聘用法律顧問服務

主席陳先生首先申報利益，表示他就職於高露雲律師行，故不會參與是項議程的討論。而服務處吳小姐
匯報，於 2012 年聘用了法律顧問服務禤氏律師行為屋苑提供法律顧問服務，而服務年費為$10,500 元，
服務包括協助發出追欠管理費、發出律師信、書面法律建議、電話諮詢、會見律師、草擬所有低於港幣
一千萬的商業合約及出席業主周年大會等。服務處吳小姐建議於下年度再次聘用法律顧問服務，向四間
律師行索取報價，律師行分別為禤氏律師行、張葉司徒陳律師事務所、高露雲律師及葉謝鄧律師行作報
價。經商討後，各委員同意有關名單，服務處會跟進並進行報價程序後，於下次會議再作議決。



6.2 商討清潔合約投標者名單
服務處吳小姐匯報，清潔合約將於 2013 年 1 月 31 日屆滿，故建議邀請共九間清潔承辦商進行招標，名
單包括現時承辦商增力服務有限公司(現時服務承辦商及啟勝附屬公司)、力新清潔有限公司(新鴻基附屬
公司)、永順清潔服務有限公司、嘉利環境服務有限公司、服務系統(香港)有限公司、時運服務有限公
司、新紀元清潔有限公司、恆毅清潔有限公司及利興清潔服務有限公司。經商討後，各委員同意有關名
單。服務處會進行招標程序後再作商討。

6.3       商討寵物公園的開放時間
服務處吳小姐表示，自 5 月 11 日凌晨起，透過崗位職員及閉路電視，詳細記錄凌晨 12 時至 1 時 15 分
期間飼主溜狗及狗吠的情況。根據 5 月 11 日至 8 月 10 日期間的記錄，其中有 5 晚錄得狗隻吠叫情況，
吠叫聲浪約為 63.0 至 98.6 分貝。經各委員商議後，由於服務處正加強監控情況，故暫維持現時寵物公
園的開放時段，再待秋涼時份再行商議。委員黃先生建議，在寵物公園內張貼提示，提醒於深夜時份溜
狗的人士，須控制其狗隻聲浪及保持環境寧靜，以免滋擾他人。

(七) 主席工作匯報
7.1 主席陳先生匯報，規劃署擬將掃管笏新村附近政府土地出租予團體興建野戰中心，已覆函民政處業委會

對有關申請表示沒有意見。
7.2 主席陳先生匯報，規劃署透過民政處的來函，申請將現時的臨時校巴停泊處規劃延長一年。業委會已覆

函表示沒有意見，以提供較多時間予建築署規劃永久校巴停泊處的設計。
7.3 主席陳先生匯報，運輸署建議修改九巴 52X 的行車路線，取消該路線經欽州街西及富昌邨迴旋處，以

縮短行車時間，業委會已覆函表示贊成建議。
7.4 主席陳先生匯報，接獲運輸署來函，建議終止專線小巴 141 號線的服務。由於來往屯門恆福花園至荃灣

西鐵站，以及青山公路沿線的居民眾多，經常有不少居民在沿線站頭輪候，九巴 61M 路線亦經常出現
客滿情況。此外，專線小巴 141 號線的行車時間亦較公共巴士為快。業委會認為該路線的載客量欠佳，
實屬行車班次疏落所致(每 30 至 40 分鐘一班)，故已覆函並建議小巴營運商應加強該路線在繁忙時段行
駛的班次，再按日後實際可行空間調低車資，增加競爭能力，造就專線小巴與公共巴士的良性競爭，符
合荃灣區、屯門區及青山公路沿線居民的期望。故此，業委會對該署的建議已致函表示強烈反對。

7.5 主席陳先生匯報，接獲蘇炤成議員及朱順雅議員的來函，邀請本苑加入聯署，反對運輸署就城巴 962 路
線重組的方案。經服務處職員聯絡各委員之意見後，獲大多數委員支持參與聯署。故此，業委會已致函
運輸署、城市巴士、蘇炤成議員及朱順雅議員，反映本苑對重組方案的反對意見。其後業委會接獲朱順
雅議員的覆函，表示已獲悉本會的意見，並會代為反映。

7.6 主席陳先生匯報，接獲運輸署的來函，建議於屯門青山公路青山灣段，即人民入境事務處訓練中心對出
的位置，加設車路迴旋處。經各委員商議後，業委會將覆函該署表示沒有意見。

7.7 主席陳先生匯報，接獲屯門地政處的來函，屯門測量處建議將青山公路通往哈羅國際學校的路段，命名
為青盈路。各委員均表示對此建議沒有意見。

7.8 主席陳先生匯報，接獲建築署的來函，申請擴闊青山公路及管青路交界處迴旋處的路面，並縮窄花槽範
圍及移植兩棵樹木，以便小學校巴日後進出。經各委員商議後，鑑於迴旋處的行人路闊度亦不足，故將
覆函該署建議，在有關工程進行的同時，一併將行人路擴闊，以及將路面改舖百歲磚，改善日後觀感及
避免石矢路面高低不平的情況。

(八） 處理居民書面意見/投訴工作匯報
8.1 有一業戶稱，自從非典型肺炎發生後，屋苑不反對住戶在門外擺放地毯，而現時已沒有疫症，故建議全

面禁止住戶在走廊擺放地毯。經各委員商議後，地毯可讓住戶在進入單位前，簡單清擦鞋底，而有關安
排暫未對衛生環境、公眾地方清潔等構成影響，故暫維持現有安排。

8.2 有一業戶表示，建議會所放寬容許游泳人士可穿著上衣下水。經各委員商議後，認為會所應先以游泳池
衛生情況為先要考慮，故應參考大部分私人會所的規例，不容許泳客穿著上衣下水，故擱置住戶的建
議。惟在特殊情況下可酌情處理，例如孕婦可穿著白色上衣下水。

8.3 有一住戶透過業委會電郵表示，由於近日天氣酷熱關係，停車場的溫度較高，空氣亦較侷促，建議增加
開放停車場抽風機。服務處楊先生表示，經詳細檢視抽風機開放的時間後，為改善停車場質素，已安排
加開停車場地庫一樓及二樓，共 7部抽風機的開放時段，增加空氣流通量，各委員表示同意有關安排。

8.4 有一住戶透過業委會電郵表示，反映其單位電視訊號接收不穩定；另有關政府所推行的強制驗窗計劃，
建議業委會與服務處商議後，將所需行動通知全體業戶。服務處楊先生表示，在颱風韋森特過後，承辦
商曾到本苑作出檢查及維修，訊號已回復正常；有線電視職員亦在較後時間維修系統，故透過有線電線
接收天線訊號的單位，亦已回復正常。而有關強制驗窗計劃，屋宇署會從樓齡超過 10 年的大廈名單
中，挑選部份大廈列入驗窗名單，再指定驗窗範圍。由於屋宇署公開資料未有列明計劃的檢驗範圍，故
本苑暫不需聘用合資格人士檢驗窗戶。服務處亦會將有關資訊刊登於住戶通訊內，讓本苑業戶知悉上述
情況。

(九) 管理公司工作匯報
9.1 屋苑管理工作
9.1.1 2012 年 6 月至 7月之特別事件匯報

服務處朱先生闡釋有關特別事件報告內容，共列出 26 項事故，包括住戶身體不適、警方到訪、住戶受
傷及設施損毀等。



9.1.2    匯報茶聚收集之居民意見
服務處楊先生匯報，由業委會舉辦之居民茶聚已於 8 月 4 日下午在會所舉行完畢。當日共有 10 戶出席
業委會茶聚，並發表多項意見。現節錄需要商議之項目如下:-

會所 跟進行動

建議仿傚游泳池及健身室的收費方法，於其他會所設

施，例如羽毛球場等，加入訪客收費或限制等，令本苑

的住戶可增加使用設施的機會

現時羽毛球場、籃球場、燒烤場等均設有訪客使用人數限制。

如實施訪客收費，則令會所行政負擔加重，而訪客費用相信亦

只會轉嫁予本苑住戶負擔，故暫擱置建議

建議會所舉辦天才表演，讓小住戶發揮所長 會所之大型活動多會邀請住戶參與演出，亦正籌備天才表演活

動，讓小朋友參與

建議多舉辦長線旅行團 經商討後，由於短線旅行較多住戶參與，故會所應多舉辦。另

建議住戶個別向旅行社查詢及選擇較適合個人的長線旅行團

建議室外及室內兒童遊戲區加設年齡使用指引，並加強

監察小童使用設施的情況

現時各遊戲區均有豎立有關指示牌，會所職員亦會多加留意遊

戲區內小童的玩樂的情況

建議增設游泳池及健身室家庭套票，以吸引更多住戶使

用

經商討後，由於左述設施設有月票優惠，收費亦較其他會所便

宜，故擱置有關建議

反映在男更衣室有住戶使用風筒吹身、鞋、衣物等，有

欠衛生

會所已在適當位置加貼溫馨提示，以加強宣傳

建議室外沖身間加設熱水供應及增加沐浴間的數目 經商討後，為節省能源及工程開支，擱置有關建議

建議游泳池開放時間延長至晚上十時 經商討後，由於增長開放時間，將使救生員開支增加及令行政

工作加重，故擱置有關建議

建議在更衣室加設一個磅，方便住戶量度體重 會所健身室內已設有磅，建議住戶可自由使用

寵物 跟進行動

反映有部份飼主沒有替其狗隻繫上狗繩 服務處在早前已向有關飼主發出勸喻信，其中有 2戶飼主已有

改善；服務處現正跟進有關個案中

反映現時養狗業戶都很自律 各委員表示已知悉其意見

清潔 跟進行動

讚賞整體清潔情況良好 職員即時感謝住戶讚賞

反映第 2座 6 樓走廊有污漬 由於有關污漬為化學液體弄污地台，故服務處已安排專業清潔

公司視察及考慮打磨雲石表面。如未能成功，則會安排更換地

磚。業委會建議服務處發出通告，如不慎將化學液體滴在石材

上，可即時通知服務處清理，避免類似情況發生

反映樓層有住戶將未綁好的垃圾放入垃圾筒，查詢可否

額外增加該層收垃圾的次數

服務處已在有關樓層張貼告示，加強宣傳

反映樓層有塵漬，清潔情況不理想 已指示清潔員工加強樓層清潔，並定期進行巡察

反映大堂梳化不整潔，要求更換較鮮色的梳化套 已設有兩套梳化套以作替換，並在日後加密更換次數

要求樓層走廊不准擺放地毯 此議題已在是次會議議程 8.1 商討

查詢樓層分類筒的回收廢物處理情況，及事後處理的方

法

匯報回收的廢物中，金屬及廢紙等均交由承辦商處理，收益將

會回撥屋苑的賬戶。而塑膠及膠樽則免費交予屯門環保園，以

循環再用

保安 跟進行動

讚賞屋苑保安良好 職員即時感謝住戶讚賞

反映駐守近第八座行人總出入閘及第六座座頭的職員，

應多協助住戶開門

業委會建議，除特殊的情況下(如住戶拿著重物)，職員應先注

重其保安職能，並鼓勵住戶自行拍卡出入

園藝 跟進行動

讚賞服務處跟進有關園藝表現出色 職員即時感謝住戶讚賞

讚賞平台花園優美 職員即時感謝住戶讚賞

平台 跟進行動

建議在商場升降機往商場的通道加建簷蓬 經商討後，由於加建簷蓬需先行向屋宇署申請入則，費用高

昂，故擱置有關建議

建議近第一座的行人總出入口位置加設簷蓬，令崗位職

員不受下雨影響

由於加建簷蓬需先行向屋宇署申請入則，另亦曾視察該處位

置，實難於加置簷蓬，商場大業主早前已擱置建議

對外環境 跟進行動

建議督促水務署於本苑對出巴士站位置的水務工程儘快

完成

經向水務署查詢後，該水務工程因天雨關係延誤，預計於 2012

年 9 月完成，服務處將要求該署加強工地內外的衛生環境

建議向運輸署要求增加前往尖沙咀的交通工具 曾致函運輸署增加有關巴士路線，現於早上時分九巴 261B 線由

三聖駛往九龍鐵路站



擔心城巴 962 或 962B 會被取消，令交通不便 業委會已致函城巴及運輸署，並與本區區議員聯署，表示反對

962 路線重組方案

贊成大欖興建巴士轉乘站，接駁往其他地區的公共交通 政府正進行有關工程，預計工程將於 2013 年 4 月完成

查詢屯門至荃灣是否會興建鐵路 政府現就荃屯鐵路進行諮詢，現正密切留意有關進展

反映近日屯門公路較嘈，並產生較多塵埃，並查詢在擴

闊工程完成後，重新種植樹木的計劃

已聯絡工程承辦商注意情況，承辦商表示工程完成後，會在新

增路肩位置種植樹木

查詢政府就本苑對出空置草地用途的意向 政府曾考慮將空置草地用作輕鐵站、單車徑或荃屯鐵路等，暫

未有確認實際用途。業委會曾多次要求政府將之暫改為休憩設

施公園，讓區內居民使用，惟暫未獲政府明確回覆
要求政府開放空置草地，給予飼主溜狗之用

其他 跟進行動

讚賞屋苑各方面都很好 職員即時感謝住戶讚賞

對屋苑管理表示滿意 職員即時感謝住戶讚賞

反映其單位浴室旁，客廳地腳線批盪脫落，疑浴室有漏

水情況

服務處職員已即時到其單位視察，並協助維修漏水部份及向住

戶提出改善建議；另協助將清水倒入其廚房及浴室地台去水

渠，防止小昆蟲及異味進入單位反映單位廚房或浴室位置有蟑螂

有線電視及無線收費頻道訊號較差，畫面有閃動情況 颱風韋森特過後，有線電視曾出現故障，而有線職員亦已進行

維修，回復正常

建議將樓層大堂冷氣溫度調高，以節省能源 服務處將按實際天氣情況，彈性調節大堂冷氣

可參考其他企業的人力資源分配做法，例如每半年可

讓員工在不同的崗位嘗試，或定期了解員工對工作的意

見及想法等

為使前線職員熟習崗位工作及認識各座住戶，服務處傾向安排

職員駐守固定崗位。而服務處及會所職員，均會定期到不同崗

位實習，了解其工作需要及環境。職員如有任何查詢或意見，

亦可隨時向其上司反映

建議業委會茶聚加入外國原素，以吸引外籍人士參與 現時茶聚海報均有中、英文翻譯，歡迎外藉住戶光臨

查詢若單位電器失靈，會否有維修工人協助檢查 工程部主要負責公共地方的維修，但亦會協助單位進行檢查及

簡單維修

查詢政府強制驗窗計劃詳情 此議題已在是次會議議程 8.4 商討

反映早上有派報紙員按停升降機派報紙 已向有關人員作出勸喻及作出監察

反映第 2座大堂冷氣不足 工程部已安排承辦商清洗大堂冷氣，情況仍在觀察中

反映單位內電掣發出電流聲，希望服務處協助檢查 由於住戶已自行購買新電掣，故工程部職員已替住戶更換

茶聚在星期六下午舉行，比平日晚上時間好 茶聚輪流在週五晚上及週六下午舉辦，可方便更多住戶參與

9.1.3 匯報立法會選舉在私人樓宇進行選舉活動安排
服務處朱先生匯報，已致函回覆選舉委員會，表達除郵寄單張外，本苑禁止所有候選人在本苑內進行任
何宣傳活動。

9.1.4 匯報屋苑將進行/進行中之工程進度
服務處吳小姐匯報，經由業委會批准的工程，目前共有 2個項目需作匯報。首先，服務處已安排在本年
6 月，完成更換全屋苑 212 個滅火樽。此外，就跟進五年檢固定電力檢查後需進行之維修工程，由於部
份樓層需停電作維修，故服務處將安排工程在秋涼時分進行，預計於本年 11月完成。

9.1.5 匯報屋苑按金及盈餘定期存款安排及銀行定期存款利率
服務處楊先生匯報，現時屋苑將一半的按金及盈餘共分成兩筆款項，一筆約港幣一仟二佰捌拾萬作三個
月定期存款，另一筆約港幣貳仟伍佰捌拾萬亦作三個月定期存款；並均以港幣現金形式存放於交通銀
行。另在是日向 9 間本地銀行收集定期存款的利率，三個月定期利率最高者為交通銀行，為 1.30%，一
年定期存款利率為 1.00%，六個月定期利率為 0.98%。其餘利率較高者為大新銀行，一年定期存款利率
為 1.50%，六個月定期利率為 1.30%，三個月定期利率為 1.20%。

9.1.6 匯報屋苑廢物回收情況
服務處朱先生匯報 2012 年 5 月及 6 月與去年同期的屋苑廢物量回收情況，根據統計廢紙回收量比去年
上升了 18.2%，金屬回收量比去年下降了 77.7%，塑膠回收量比去年上升了 49.1%，而衣物回收量比去
年上升了 3.6%。

9.1.7 匯報屋苑電力開支情況
服務處楊先生匯報，根據 2012 年 6 月及 7 月之用電量與往年同期比較，住宅平均每日用電量與往年同
期用電量下降 5.69%，而會所平均每日用電量比 2011 年同期下降了 9.63%，而停車場平均每日用電量下
降了 16.63%。

9.1.8 匯報屋苑水費開支情況
服務處楊先生匯報，根據 2012 年 5 月之用水量與往年同期比較，每月發單的清潔及灌溉用水比上年同
期上升了 46.66%，以及會所餐廳用水量比上年同期下降了 10.13%。

9.1.9 匯報會所餐廳的收支情況
會所楊先生匯報，2011 年 7 月會所餐廳共錄得港幣$9,383 元盈餘，而 2012 年 7 月的盈餘上升約 11.1%，
盈餘港幣$10,427 元。



9.1.10 匯報每月屋苑收支情況
服務處楊先生匯報，2012 年 6 月份住宅收入為港幣$2,250,422.45 元，支出為港幣$2,326,389.36 元，虧損
為港幣$75,966.91 元。而同月屋苑停車場收入為港幣$286,737.87 元，支出為港幣$293,082.39 元，虧損為
港幣$6,344.52 元。

9.2 屋苑活動
會所楊先生匯報上月舉辦到訪沙頭角的活動，供各委員回顧，另報告即將舉行之活動如下：
9.2.1 全城月滿 Fun

此活動將於 9月 22 日(星期六)舉行，屆時將攤位遊戲、技藝表演、抽獎等活動。
9.2.2 月食月滋味

此活動預計於 9月中舉行，屆時職員將帶領住戶自整冰皮月餅，共享中秋之樂。
(十) 其他事宜
10.1 委員黃先生表示，位於管青路的小學臨時校巴停泊處旁有一塊政府空地，多年來未有部門使用，故建議

致函政府部門申請租用該空地，作為種植場之用。主席陳先生表示歡迎建議，將會致函要求地政總署撥
出該空地，以短期租約方式租予住戶作親子農地耕作。

10.2 服務處楊先生表示，本苑在會所冷凍機試用環保碳氫雪種，啟勝總公司工程部門亦關注情況，並由工程
人員了解及分析碳氫雪種的特性。基於新型碳氫雪種在香港應用時期較短，並不普及，啟勝旗下暫時沒
有物業正在使用此雪種，再加上碳氫雪種的燃點較傳統 R22 雪種為低，屬易燃性氣體，故對較大型的
冷凍機將構成一定程度的風險。故此，有關工程人員提出以下需注意的要點，讓業委會了解箇中風險。

關注之項目 承辦商須跟進行動

建議詳細評估會所冷凍機房的通風系統，以

確保冷凍機房通風充足

在雪種測試期前已進行評估，確保通風流量充足，另專門技術人

員會定期檢查冷凍機及房間通風運作正常，並需每次檢查完畢

後，提交有關報告予服務處

碳 氫 雪 種 的 燃 點 (465°C) 較 傳 統 雪 種

R22(632°C)為低，故需關注冷氣系統使用該雪

種的容量限制

根據英國標準，在 Class A 分體式冷氣機方面，雪種最大輸出率為

1.5kg，而本苑系統為 0.8kg。而冷凍機因位置於機房內，故沒有最

大輸出限制(本苑冷凍機每個系統為 8-9kg)，故符合標準

由於碳氫雪種屬於易燃氣體，故建議加設碳

氫雪種感測儀，探測雪種滲漏情況

承辦商將會安裝具防水性能的雪種感測儀，如雪種有滲漏情況，

會觸動感測儀及發出鳴響作警示。在必要情況下，承辦商會負責

將雪種還原至 R22

根據碳氫雪種供應商的資料，雪種的成份之

一是 R600a，有指引建議在設備上安裝防火

舌的裝置，以防火花產生

有關防火舌裝置事宜，相關指引較適合家用式雪櫃，而本苑冷氣

裝置擺放於受限制房間內，故未受限制。另系統會作定期檢查保

養，以確保其運作正常

日後維修及保養方面，建議承辦商提供碳氫

雪種運行的壓力、電流量等數據，以便屋苑

冷氣系統保養商進行定期檢查

承辦商已向服務處提供新型雪種的特性及相關數據，轉交保養承

辦商

建議訂立雪種洩漏的應變計劃 服務處與承辦商將會提供有關計劃

經各委員商討後，表示已知悉上述情況，並要求服務處繼續與承辦商跟進餘下安裝工作。

10.3 會所楊先生表示，在夏日下午時段，室內運動場部份位置均受到日照所影響，故建議在牆身玻璃窗表面
張貼較深色的遮光貼。經各委員商議後，擔心深色的遮光貼會令室內運動場光線不足，故建議服務處可
考慮在玻璃窗位置加裝拉動式窗簾，在日照較強烈的時間加以遮擋。服務處表示會跟進，並在下一次會
議匯報。

10.4 主席陳先生建議研究於各座大堂及升降機內可否擺放辟味活性炭，以改善空氣質素。服務處會研究其可
行性。

10.5 服務處楊先生表示，香港寬頻向本苑申請擺放宣傳攤位，經各委員同意後，由服務處聯絡該公司安排。
租場收費為每日港幣$1,500。

(十一) 下次開會日期
經各委員商討後，暫訂於二零一二年十月五日，晚上 8時 30 分於會所宴會室舉行。
會議於晚上十一時十三分結束

(已確認及簽署)

主席 陳錦文
如各住戶對會議記錄中之項目有任何意見，敬請致電 2949 5111 與服務處聯絡。
註: 是次會議通過事項擇要:-
1. 通過由黃林梁會計師事務所負責 2012 年賬目審核工作，費用為港幣 9,400 元。

另可登入啟勝網頁 www.kaishing.hk 或業委會網頁 www.ocaegeancoast.com 瀏覽此會議紀錄，
如有任何查詢可致電 29495111 與服務處聯絡。

http://www.kaishing.hk/
http://www.ocaegeancoast.com/

